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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贵州省玉屏县朝阳村为例

＊

姚 莉，屠飞鹏

( 1．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2．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乡村聚落景观形态是乡村聚落文化的客观表现，是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环境演变的见证。
以贵州省少数民族自然村寨———朝阳侗寨为例，运用 GIS 技术与对比研究法探析近几十年来贵州乡村聚落

空间形态变迁状况，分析乡村空间景观变迁的特点及驱动因素，为协调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文

化保护提供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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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 of Ｒural
Settlement Space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Chaoyang Village，Yupi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YAO Li，TU Fei-peng

( 1． Guizhou Normal College，Guiyang，Guizhou，550018; 2．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550001)

Abstract: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 is the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rural settle-
ment，which wit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e and the ecological en-
vironment． This paper，with the typical ethnic minority natural village———Chao Yang Dong Village in Guizhou as a
case，and with GIS technology and comparison study method，probes into the change in th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of
Guizhou in recent decad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rural space landscape change，

so as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oordina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cul-
tur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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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是指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要形式的

人类聚居场所，是乡村地区社会与文化生态环境

的客观表现。然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村

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我省乡村地域聚落景观形

态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不同驱

动因素的影响下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

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省乡村地区在不同阶段社

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乡

村文化”发生变迁的客观反映。本文以贵州省少

数民族村寨朝阳侗寨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

GIS 技术、对比分析研究法等研究探析朝阳村聚

落空间的阶段性演变状态和与特征，分析该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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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历史时期的空间景观形态演变特点及驱动因

素，以期为协调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

文化保护提供有价值参考。

一、研究区概况

朝阳侗寨位于玉屏县新店乡西南角，距离玉

屏县城 15 公里。全村辖 8 个村民组，共有侗族居

民 68 户 369 人，侗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98% 以

上。这里北侗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侗文化发源

地之美誉，是目前玉屏县保存最为完整的北侗村

寨。村寨建于崇山峻岭之间，寨内水源充沛、土地

肥沃、生态良好、植被覆盖率达 90%。

北侗先民迁移史是朝阳侗寨形成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诸多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形成了该村约定成俗的选址规则，在此基础

上发展成现在的聚落形态。长期以来，封闭的自

然环境使朝阳村保存了良好的北侗传统聚落风貌

和丰富的原生态北侗乡村文化。但自西部大开发

以来，随着玉屏县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巨大改

变，市场经济理念、现代电子科技及先进文化的渗

入成为朝阳村民思想转变的催化剂，特别是城市

化进程的加快对传统侗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

击和影响，传统聚落在功能上已经无法满足现代

人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呈现出

了新的状态。

二、研究区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

迁的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一) 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数据来源

已经无从考据朝阳村最早的空间形态，研究

通过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卫星遥感影像和实

地调研数据等来分析朝阳村近几十年来的空间演

变情况。研究中首先以朝阳村 1975 年 150000

地形图、1986 年 110000 地形图和 google earth
2008 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用 arcView

软件分别对其矫正; 其次，参考 1998 年 TM 影像、
2010 年 ALOS 影像、2004 年中巴数据影四期像遥

感图像和玉屏县二调时期土地利用现状图确定图

斑; 然后根据村民点数量、面积、规模、形状等指标

对 1975 年、1986 年、2008 年、2010 年近四个时期

的聚落空间形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比从

1975 － 2010 年共 35 年时间朝阳村聚落空间形态

演变情况。
( 二) 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研究方法

通过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卫星遥感影像

和实地调研数据等来分析朝阳村 38 年来的空间

演变情况。在数据获取方面，由于受卫星影像资

料来源的限制，所能获得的可利用的卫星影像有

限( 年限和分辨率不理想) ，故研究中除了使用卫

星数据外还使用了地形图等其他数据源，因此用

于研究分析的数据形式存在差异，为此笔者在研

究中首先分别对朝阳村 1975 年 150000 地形图

和 1986 年 110000 地形图用 arcView 软件分别

对其校正，通过村界确定研究区聚落空间的范围，

并通过对其建筑数量、面积、规模、形状等指标进

行判读与计算，得到基础数据; 其次，以朝阳村

1975 年 150000 地形图为基准，对 2008 年 google
earth 卫星遥感影像( 10m 空间分辨率) 进行几何

校正、坐标配准，提取朝阳侗寨聚落的空间边界

( 这里的空间边界是指寨内居民点空间分布范

围) ，以空间边界范围裁剪图像。由于所选用的

2008 年 google earth 卫星遥感影像分辨率较高，可

以通过对遥感影像的判读和解译快速直接地提取

村民点斑块，结合 GIS 技术及相关软件和景观格

局分析可全面和直观地掌握聚落的数量、大小、形
态、空间分布等情况。第三，因未找到 2011 年以

后卫星影像及其他最新数据源，但为了反映研究

区聚落形态最新变化情况，我们参考了玉屏县朝

阳村村镇整治规划现状图，通过此图提出 2011 年

朝阳村聚落分布数据。第四，在以上数据源的基

础之上，又参考了 1998 年 TM 影像、2010 年 ALOS

影像、2004 年中巴数据三期影像遥感图像和玉屏

县二调时期土地利用现状图，先通过 GIS 技术确

定图斑后，再利用相关软件进行判读、解译、数据

整理、叠加和分析，最后得出参考数据。之后，通

过结合野外调研以及收集的聚落图片资料对卫星

遥感影像和地形图的图斑进行对比与校正，最后

确定数据。

三、研究区聚落空间景观形态阶

段性变化的特征研究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显示，从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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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朝阳村聚落景观空间呈现出几个时期的阶

段性变化: 第一个时期是 1975 年时间段，第二个

时期是 1986 年时间段，第三个时期是 2008 年时

间段，第四个时期是 2011 年至今。各时期表现出

不同的空间形态特征，具体归纳如下:

( 一) 第一个时期: 1975 年时间段 ( 图 1 ) ，从

以下聚落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朝阳村区地处丘

陵地带，坡度起伏较大，多数建筑主要位于山麓、
山间盆地，少数分布于半山腰、山谷，因地形多样，

聚落形态随地形的变化而变化。其空间布局呈现

两个中心，一是以生产资料为中心，形成分散的点

状布局，其表现形态是少数聚落居于山脚，绝大多

数聚落居于山腰。二是以交通道路为中心，出现

了围绕道路两侧分布的居民点，形成了初期较为

分散的带状布局雏形。总的来说，此时期聚落选

址主要是以生产资料为中心。
( 二) 第二个时期: 1986 年时间段 ( 图 2 ) ，此

时期聚落空间形态从总体上变化较大，并从以下

聚落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一是村寨规

模迅速扩大; 二是聚落空间布局不规则，属于自然

衍生状。村寨建筑布局或沿着河流的走向纵横延

伸、或随地形地势自由扩展，各单体建筑纵横布

置，呈现出自由散落状态，聚落中无规则的道路

网，也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从总体上看，形成了散

落不规、自然随意的布局特点; 三是聚落由点状分

布逐渐向团状分布发展; 四是呈现出聚落分布由

分散向集中发展的状态; 五是从以生产资料为中

心分布发展为以“交通道路”和“生产资料”两个

中心并存的布局形态。

图 1 1975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图 2 1986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图 3 2008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图 4 2011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 三) 第三时期: 2008 年时间段 ( 图 3 ) ，从

1986 年到 2008 年，跨时 19 年。此期时间跨度最

长，但聚落空间形态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总体发

展相对稳定，处于聚落发展承前启后的阶段，聚落

空间景观形态总体上变化较小。聚落的空间特征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地理空间上围绕中心村进一步拓展。二是聚落

内部结构上出现了整合与分化。三是建筑密度大

大提高，中心村已无大量的土地供村民新修建住

宅，大量的住宅使得中心出现拥挤的状态。
( 四) 第四时期: 2011 年时间段( 图 4 ) ，此阶

段也是朝阳村落聚落空间变化最为明显的一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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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从以上聚落空间公布图可以看出，此阶段朝

阳聚落空间形态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聚落的

空间基本上形成了由围绕生产资料为中心逐步转

向以道路干线为中心，进一步突出了以公路为中

心的带状空间布局特点。二是朝阳村聚落规模进

一步扩大，并出现由中心村向外围拓展的状态。

三是聚落内部结构逐渐规则有序。四是出现“空

心村”，虽然在空间形态上还会显现其实物形态，

但实质上已经失去了聚落的功能。五是出现了传

统与现代结合聚落形态。

四、研究区聚落空间景观形态阶

段性变迁的驱动因素分析

聚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自然形成与

发展的，聚落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其空间布局形态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诸多

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地理区位条件、自然生态环

境、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家族血

缘意识、产业结构、交通及设施、外界文化、人口规

模、制度与政策等，这些因素对各时期聚落景观的

形成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作用。
( 一) 第一个时期: 1975 年时间段，地理环境、

生产力水平及生产方式、交通条件是影响该时期

空间景观形态的主要原因。首先，地理环境制约

与引导聚落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地形地势

对聚落空间布局有直接的制约作用。朝阳侗寨聚

落的分布形态与其所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密切

相关。其次，生产力水平及生产方式、交通条件是

影响该时期聚落空间景观形态最重要的因素。一

方面农业是该时期朝阳村的经济命脉，由于生产

力低下，耕作方式传统，耕作半径对村民住址影响

极大，加上当地山高坡陡，村民土地分散且多分布

在山腰，甚至山顶，耕作极其困难，为了方便耕作

和作物管理，多数村民选择在耕地附近居住，形成

了分散且规模较小的以耕地为中心的聚落形态。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耕作以人畜为主要劳动力，

从住宅去往耕地的交通方式为步行，因此道路的

宽度与耕地的距离也以耕牛的前进速度为准，而

在经济极为落后的社会背景下，修筑好的道路是

个人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依托公共道路是最方便、

最高效的途径，加上当时当地人口数量少，土地

多，因此人们有很大的空间选择建造宅基，所以形

成了早期以交通道路为中心又相对分散的聚落布

局形态。
( 二) 第二个时期: 1986 年时间段，人口规模、

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与资源是影响该时期空间景观

形态的主要因素。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人口的增多使得村寨规模扩大。随着村民家庭

人口的增多( 尽管当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国

策，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村民思想观念落后，一般情

况一个家庭有 3 至 5 个子女) 和儿童的成年，分家

成了必然现象。根据当地以血缘关系和以祖宅为

依托的聚居习惯，一般分家后选择在原有住宅旁

或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新修住宅的情况较多，因而

在空间上出现了聚落的延伸与扩展。二是中心村

公共设施与服务 ( 学校、道路、商店、水利、诊所

等) 等公共资源对村民有很大吸引力，致使很多

散居人口逐渐向中心村聚集，从而扩大了中心村

的规模。
( 三) 第三时期: 2008 年时间段，该时期聚落

空间景观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是人口因素。

由于该村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导致对住宅用地

需求的增加，加之中心村土地面积有限，使得聚落

规模扩大、整合与分化、中心村建筑密度提高。另

外，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性因素对当地聚落景观也

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当地政府新农村建设项目

的逐步开展，对聚落部分建筑进行了修补、维护、

改造、整修、危房拆除，对村落人居环境进行了改

善等，这些也使聚落呈现了新形态。但是从总体

上看，该时期聚落空间景观形态无显著变化，主要

原因是在该时期村寨产业经济方面继续沿袭传统

方式，没有明显的变化与调整。在文化与社会发

展方面也没有较强的外界干预，尽管新农村建设

会对聚落景观产生影响，但该阶段的新农村建设

的力度不强，村寨并没有大规模的、集中性的建设

项目，而是小规模的、局部的、断断续续的改造或

建设，因而整个聚落的景观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 四) 第四时期: 2010 年时间段，产业结构、生

产与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家族血缘意识、外界文

化、人口规模、制度与政策等因素是影响该时期空

间景观形态的主要原因。第一，产业结构的改变

使得部分村民的生产活动由农业向其他产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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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村内出现多元化的产业结构，随着物资交流的

频繁和产业( 如经商、服务业等) 的产生，村民对

交通需求程度的日益增强，很多住宅选址的传统

规则被打破，逐渐形成由以家族血缘体系、生产资

料为中心的地域聚集向以交通要道、经济中心聚

集转变，形成了以集镇、公路等为中心的新的分布

格局，这种新的布局形态是 35 年来朝阳村聚落空

间布局演变最为明显的地方。第二，由于人口规

模的增大，建筑密度的增加，中心村的资源和环境

不能充分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和对私人

空间和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从而使聚落出现由

中心村向外围拓展的状态，布局较自由。第三，随

着现代文明的渗入，“风水理论”对择地的约束减

小以及家族社会观念的淡化也是导致村落空间形

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原址偏

僻或宗族理念等使得部分村民在建造新居时并没

有选择在原有的老屋基上拆修或是加建，这有利

于传统建筑的保护，也促成了聚落以旧居为中心

向外延展，新建住宅呈散落状态。第四，部分聚落

旧址因自然环境恶劣、或生存条件不佳、或交通不

便，村民因政策性生态移民或其他原因从原村落

迁出，旧址逐渐废弃，形成空心村落，在新的区域

形成新村。此类聚落部分较散且规模较小，多分

布在山顶、山脊等地。第五，随着村民生活方式的

重大改变，聚落被改造成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具
有现代功能的形式。第六，北侗民俗风情旅游村

寨的打造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进一步推进了朝阳

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人居环境的改善，美化了村

容村貌，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对村内进行整改，比

如对部分建筑的维修与危房拆除等逐渐使得村内

布局秩序化，在聚落空间形态上呈现规则有序的

状态。

五、展望

根据研究区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规划、
开发政策等，可以判断研究区在未来的发展中研

究区空间秩序将更加有序，空间结构将更为合理，

空间形态也将发生更为迅速、明显的变化。特别

是交通与经济中心对研究区选址的影响将越来越

大，根据研究区空间形态现状判断，以公路为中心

的带状分布和以经济中心为核心的团状分布将成

为研究区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两大发展趋势。然

而从传统村落保护的角度看，若不建立切实有效

的北侗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机制，那么朝阳侗寨的

“城市化”现象并不遥远，同时意味着传统北侗村

落景观将不复存在，传统北侗村落文化流失。事

实上，随着新时期经济形式的变迁、生态环境的变

化、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等环境

性、体制性与政策性因素的推动，我省乡村地域的

传统村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状态，“内”环境与

“外”环境的关系紧张，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凸显。
如何使发展与保护双赢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探索

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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